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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观点 

 

1. 市场情绪逐渐好转，股指有望迎来春季反弹行情，黄金短期将承压走弱。 

2. USDA 季度报告后波动加剧，由于大豆种植面积低于预期与阿根廷大豆损失

惨重，远月豆粕强势涨停，油脂重新转入低位震荡区间。糖市市场氛围回暖

但需求仍处淡季，上行空间有限空单谨慎持有。国内棉花维持震荡走势，国

外棉花由于出口数据良好震荡反弹。 

3. 产区限产政策发布与消费旺季到来使螺纹、双焦价格获得提振，但同时注意

反复风险。郑煤跟涨钢铁系，但尚未摆脱低位震荡，建议空单离场观望。 

4. 地缘政策风险支撑与 OPEC 的减产预期拉升油价，短期预计国内外原油价格

将维持高位运行。沥青、甲醇上涨，技术走强，建议空单暂时离场；沪胶止

跌企稳，但受制于基本面羸弱，短线反弹动能不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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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货收盘一览 

 

宏观及金融期货 

主要观点 

市场情绪逐渐好转，股指有望迎来春季反弹行情，黄金短期将承压走弱。 

国内外解析 

国外：美国经济数据强劲，进一步强化美联储加息预期，支撑美元指数走强。中美贸易谈判正在进行，市场担忧情绪缓和。

中朝首脑会晤在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迈出关键一步，朝韩将于 4 月 27 日举行 10 年来的第一次首次会谈，朝鲜半岛和平

发展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。受避险情绪回落的提振，股市、商品有望迎来修复性反弹，黄金短期内将承压走弱。近期关注中美“贸

易战”最新消息，特朗普或很快宣布对华加征关税声明，避险情绪或仍有反复。 

股指：减税利好、中美贸易关系缓和继续提振市场情绪，周五期指维持反弹走势，强弱分化延续。IC 主力合约连续上涨后已

收复上周跌幅，IH 尚未出现明显的企稳信号。随着美联储加息、中美贸易摩擦等风险事件的逐步释放，风险偏好有望回升，股指

春季反弹行情依然可期，建议重点关注 IC 趋势性上涨机会，维持逢低偏多的思路，或采取多 IC 空 IH 参与套利。 

策略推荐 

重点关注 IC 趋势性上涨机会，维持逢低偏多的思路，或采取多 IC 空 IH 参与套利。由于股市和商品的修复性反弹需求，黄金

短期仍将承压，建议维持逢高偏空思路，但注意避险情绪反复。 

 

农产品 

主要观点 

USDA 季度报告后波动加剧，由于大豆种植面积低于预期与阿根廷大豆损失惨重，远月豆粕强势涨停，油脂重新转入低位震

荡区间。糖市市场氛围回暖但需求仍处淡季，上行空间有限空单谨慎持有。国内棉花维持震荡走势，国外棉花由于出口数据良好

震荡反弹。 

重要品种 

油粕：在持续下跌近三周之后，美豆终于迎来转机，USDA 种植意向报告显示，预计 2018 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减少，与市场

此前预期的增加相悖。美国农业部基于农户调查的报告显示，美国 2018 年大豆种植面积预估为 8,898.2 万英亩，低于 2017 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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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,014.2 万英亩，也低于市场预估区间。市场对利空的谷物库存数据反应冷淡，季度库存报告显示，美国 3 月 1 日当季大豆库存为

21.07146 亿蒲式耳，高于预期的 20.30 亿蒲式耳，亦高于去年同期的 17.38933 亿蒲式耳。因阿根廷大豆产量损失严重，市场关

注北美播种和产量前景，若播种面积和单产前景出现偏差，将易于引发大的波动。国内市场选择在美国复活节休市的时间内大幅

上涨，显示出强劲的技术买盘热情，预计短期粕价涨势加速，油脂续跌空间受限，重新转入低位区间震荡。 

白糖：商品市场氛围回暖，国内外糖价止跌企稳；但考虑到下游需求仍处季节性淡季，郑糖上行空间料有限，空单谨慎持有。 

棉花：USDA 种植意向报告中预计，2018 年美国棉花种植面积约为 1350 万英亩，略高于市场预估的 1330 万英亩，但出口

销售数据依旧良好，美棉期货震荡反弹；国内棉花整体维持宽幅震荡走势，区间高抛低吸操作。 

策略推荐 

关注相对强势的豆粕做多机会；油脂转入低位区间震荡，在长期筑底过程中把握做多机会。白糖方面谨慎空单持有，国内棉

花区间高抛低吸。 

工业品 

主要观点 

产区限产政策发布与消费旺季到来使螺纹、双焦价格获得提振，但同时注意反复风险。郑煤跟涨钢铁系，但尚未摆脱低位震

荡，建议空单离场观望。 

地缘政策风险支撑与 OPEC 的减产预期拉升油价，短期预计国内外原油价格将维持高位运行。沥青、甲醇上涨，技术走强，

建议空单暂时离场；沪胶止跌企稳，但受制于基本面羸弱，短线反弹动能不足。 

重要品种 

黑色板块：邯郸跟随唐山发布非采暖季限产政策，限产力度最高达 25%，结焦时间延长 4 小时。钢材、焦炭的全年供应量将

低于 2017 年。随着季节性消费旺季的逐步到来，螺纹社会库存小幅下降，高炉开工率有回升迹象，黑色系在整体下挫 20%左右

之后，有反弹需求。周五整体表现强势，以双焦、螺纹、热卷领涨，铁矿、郑煤紧随其后。螺纹主力 1810 合约高开高走收长阳线，

大涨 4.4%直逼 3400 点整数关口，进一步增仓放量突破 10 日均线，反弹确立，继续偏多。铁矿石 1809 合约稳站 5 日均线，再

收小阳线呈现五连阳，日内一度上探前期上升趋势线及 10 日线，技术指标 MACD 绿柱收缩，现货价格相对平稳，可尝试短多，

突破 460 适当加仓。焦炭 1809 合约周五爆发超 5%涨幅的长阳线，一举回补三颗阴线跌幅，并且收复 5 日、10 日及 1800 点，

短线偏多，注意震荡反复的风险。焦煤 1809 合约如期止跌反弹，高开高走突破 10 日线，有望回归 1200 点一线，焦化企业开工

良好，港口库存低迷，现货价格坚挺，依托 5 日线短多。郑煤 1809 合约周五小幅跟涨钢铁系，收小阳线站上拐头的 5 日均线，

但未摆脱低位震荡，空单离场观望，注意反弹风险。 

化工品：因受地缘政治风险支撑，且 OPEC 考虑继续减产，WTI 原油期货周四夜盘原油震荡上涨；国内原油期货跟随国际市

场走势，密切关注伊朗问题演变；有消息称中国考虑亦人民币至原油进口，周五国内原油期货超过 3%，地缘政策风险尚难消退，

短线国内外油价将维持高位运行。贸易战担忧略有缓解，商品市场氛围回暖，周三国内化工品大幅反弹。分品种来看，沥青期价

大幅反弹，短线将考验 1 月底高点压力，关注下游需求恢复情况。甲醇期价亦跟随上涨，技术面呈现偏强走势，空单暂时离场。

下游需求不及预期，库存压力不减，PTA 走势明显弱于其他化工品，短线暂不抄底，空单可部分减持。塑料缺口基本修复，短线

或有技术性反弹，短线可博弈多单；PP 期价超卖后迎来修复性反弹，短线偏多操作思路；PVC 区间下沿支撑有效，低位多单持有，

关注 6550 技术压力突破情况。天胶止跌企稳，基本面缺乏实质利多提振，短线反弹动能不足，激进投资者依托 11350 可轻仓试

多。 

策略推荐 

铁矿石、双焦、螺纹短线偏多，但注意反弹风险。郑煤、甲醇空单暂时离场。天胶止跌企稳，基本面缺乏实质利多提振，短

线反弹动能不足，激进投资者依托 11350 可轻仓试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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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经周历 

本周美联储、英国央行将举行议息会议，此外欧元区、美国制造业 PMI 等重要数据将陆续公布。重点关注：周二英国 2 月

CPI、PPI 年率；周四凌晨 02:00 美联储利率决议及政策声明，02:30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新闻发布会，20:00 英国央行利率决议；

周五美国 2 月耐用品订单月率。 

周五，07:30 日本 2 月全国 CPI 年率；20:30 加拿大 2 月 CPI 年率。20:30 美国 2 月耐用品订单月率；22:00 美国 2 月新屋销

售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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